


目標	 向青少年推廣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精神和核心價值，以提升青少年對殘

疾人士的權利、需要和潛能的認識和了解。

內容	 1	工作坊	 完成了 200 場工作坊，超過 5,000 人次的青少年人參與

	 2	青年活動日	 舉行了 15次青年活動日及超過 5,000 人次的青少年人參與

	 3	巡迴展覽	 在全港不同地區及大專院校舉辦了 10場巡迴展覽

	 4	青年大使培訓 	 50 位青年大使經過 100 小時培訓，並完成了 25小時的義工

服務

	 5	嘉許禮	 於 2018 年 2月 11 日舉行嘉許禮，向參與計劃的青年大使作

出勉勵和嘉許

日期	 2017 年 9月至 2018 年 2月期間

「青年大使」培訓期間，探訪及認識了以下機構單位、體驗了相關類別人士的生活情況、挑戰與

困難，並與不同殘疾人士真情分享。

機構 / 個人 服務類別

香港傷殘青年協會 肢體傷殘人士

路向四肢傷殘人士協會 四肢傷殘人士

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 導盲犬的培育和訓練、支援視障人士

香港神託會	創薈坊(精神健康綜合社區中心) 精神病康復者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 特殊學習障礙、讀寫障礙人士

個人嘉賓 聽障人士

個人嘉賓 視障人士

傷青動力學堂 長期病患、肢體傷殘人士

樂智協會 智障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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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大使感想

Niki 這個camp讓我了解更多傷殘人士不同方面的

知識，亦明白到雖然他們與平常人的生活方

式有些許不同，但也跟平常人一樣，可以正

常生活。另外，透過lego這個活動，讓我學

會怎樣勇敢去表達自己的想法並從中明白到

團體合作的重要性！很感恩我能從此活動學

到很多的知識和認識更多朋友，也讓我很	珍

惜身邊的每一個人。

Sabrina 這些活動是個很難得的機會去讓我們深入認

識傷殘人士的生活，我亦很榮幸能成為青年

大使的一份子。這次計劃令我獲益匪淺，盼

望這個社會能有更多人願意為弱勢群體出一

分力。

Phoebe 在這個傷健共融計劃，我認識到傷殘人士的

權利和公約。我希望在以後的義工服務中，

可以實踐公約的內容，以及更了解他們日常

生活中的需要，從而幫助他們。

嘉寶 在訓練營中，我了解到香港在殘疾人士方面

的政策及宣傳是有利於保障他們的權益或提

升傷健共融程度。只要製定特定配套，殘疾

人士的能力與健全人士無異。如果我們能適

當地對待每位殘疾人士，這就是對他們最適

合的公平原則。另外，從活動中我體驗了成

為一位視障人士，明白了他們在日常生活中

是如何克服困難，如過馬路等以及如何克

服，使我獲益良多。

Windy 我了解到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的理念並體

驗到殘疾人士的日常生活例如乘搭交通工

具，從此知道香港的無障礙設施設計有些不

足，例如超級市場通道較狹窄，使他們生活

增添不少麻煩。

Matthew 從參加「傷健共融青年教育計劃」中，讓我

了解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定義和原則；我在培

訓中學會幫助不同殘疾人士的技巧，讓我日

後可在社會上身體力行，幫助更多有需要的	

人士。

Amanda 在參與青年大使的培訓日子裏，我探訪了不

少機構，從中亦體驗了傷殘人士的生活情

況，對於傷殘人士在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困

難加深了認知。

Kitty 我認為不論身體有缺陷與否，人與人之間並

沒有什麼不同。也許有人自命不凡藐視一

切，但是低頭一看，別人也有值得你仰慕的

地方；也許有人妄自菲薄自我貶低，但是抬

頭一看，世界也同樣因你而精彩！

Cherry 經過這次青年大使的計劃後，我對殘疾人士

改觀了不少，原先對他們的錯誤偏見也沒有

了，希望每個人都能明白到殘疾人士跟我們

也一樣，需要朋友，需要關懷。

Lala 對於殘疾人士，我一開始並不認識，甚至沒

有接觸過。當我成為青年大使，我慢慢地對

殘疾人士加深了解。無論是從工作坊或者訓

練營中，我不斷地更新著我的認知。雖然青

年大使的培訓接近尾聲，可在活動卻讓我收

穫許多。^o^

Crystal 我透過與殘疾人士相處，明白到其實他們與

平常人沒有什麼太大分別，而且他們很友

善。希望在這個活動後，我可以以青年大使

這個身份，帶出一個訊息，創造一個無分彼

此，融洽相處的氛圍。

欣欣 在培訓中，我了解到不少殘疾人士的真實情

況，也知道了有關殘疾人士的服務與設施和

探討了公約的內容。在與大家交流和活動的

過程中，獲益良多。

Petrina 參加這次青年大使計劃使我獲益良多，除了

增加對殘疾人士公約的認識，還能接觸社會

上的傷健人士。我明白到自己能為他們提供

幫助及向其他人推廣傷健共融。希望這個計

劃持續，令更多人能認識殘疾人權利公約並

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

Boey 經過老師推介參加青年大使，清楚地了解殘

疾人權利公約，以及傷殘人士在社會中應有

的權利。亦在camp裏認識來自不同學校的朋

友，獲益良多。

Terry 今次的青年大使培訓中，我認識了很多不同

的朋友，當中包括不同殘疾障礙的人，在他

們各自的演說中令我了解到不少他們的經歷

和感受，令我獲益良多。



青年大使感想

Felix 經過今次青少年大使培訓後，除了令我對殘

疾人士加深了認識之外，仲有幸認識到一班

有著同樣理念想為他們服務的同學。透過形

形色色的活動加深了大家之間的默契，當然

當中的活動都十分有趣和新鮮，還真的有點

不捨得呢。

少恒 在活動中我認識一群有共同理念的朋友，更

能學習到更多有關傷健共融的資訊，倍感受

益，回味無窮，充實人生。😁

燕子 在日常生活中，我常見到殘障人士，我希望

可以藉此活動多關注身邊的弱勢社群。最令

我印象深刻的是輪椅籃球，我發現坐在輪椅

上打籃球是不容易的，但是殘疾人士就打得

很出色，對此我十分佩服他們。其實並非每

個人一出生就是完美，我們應該包容身邊的

弱勢社群。

英 從最初的陌生，到漸漸的熟悉，一起體驗，

一起參與不同活動，雖然可能會因為有事而

錯過，但這些何嘗不是一種回憶呢？有些

人，不會像你想象的那樣，只有真正接觸

到，才發現...青年大使，不一樣的體驗。

Maggie 不經不覺已經完成了青年大使培訓計劃，我

從中獲益良多。例如在面對殘疾人士時	要抱

以對正常人的心態去面對他們，而不應該要

以特別方式去對待他們，	因為他們除了有些

身體殘疾外，跟普通人沒有分別。

婉翹 在活動中，我最深刻的是一開始的影片。女

主角是一名視障人士，她帶着他的導盲犬一

同前住公司，給父親拿記憶棒，但在途中受

到不少的困難。我認為公約能維護傷殘人士

的權利，公約可以增加香港人對導盲犬的認

識及對視障人士的尊重。我在活動中學會了

更多有關傷殘人士的知識並認識了朋友。

CY 我參加了青年大使培訓後，我能了解到不同

殘疾人士的經歷以及他們的日常生活方式和

困難。在這培訓裡，我認為自己變得更主動

與人溝通。我希望在往後的日子中能夠將所

學到的這一切去幫助社會上有需要的人.

Helen 衷心感謝大家的支持，使我可以順利又愉快

地完成這青年大使培訓計劃！我相信這是緣

份令大家可以一起參與各項活動，共同成

長。祝大家未來前程錦繡，生活愉快！

Sue 很高興能參加到青年大使這個活動，可以與

大家透過文本和體驗學習到更多自己平日少

接觸到的知識，也希望以後還會舉辦這個	

活動。

洁玲 在今年參加青年大使計劃中，不但令我學習

到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應共融相處，也認識

到無論是政府還是社區機構都為傷殘人士提

供了不少無障礙設施和培訓，令我獲益良多。

Kazonia 聽講解，看微電影，甚至戴着不同效果的實

驗眼鏡，去從視障人士的角度看事物。這

一切，一定不及他們的現實狀況般100%真

實。但這可令我更加認識和感受他們部分的

感覺，並學習主動問候和體諒。

Boco 在我參加青年大使培訓之前，我對公約的認

識一點也沒有，但參加了這個活動之後，我

雖然未能夠把整個公約記在腦海中，但我能

夠把一些重點記下來。我也知道了殘疾人士

有什麼設施和需要，明白他們的感受。

Yvonne 在活動中，我體會了傷殘人士的生活。讀寫

障礙人士雖然外表與普通人無分別，但他們

對於學習有很大的困難。他們在美術、音樂

或科學方面會比正常人更為敏感。視障和聽

障人士帶我們切身感受到他們的感覺，而且

還教會我們一些簡單手語及帶領視障人士的

技巧。

綽盈 青年大使培訓計劃給予我機會去認識有關聯

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我從中認識不同程

度和類別傷殘人士，加深了自己的認知。我

本身也是有肢體傷殘，所以希望自己也可以

幫助他們，與他們一起分享。青年大使培訓

是一個具有意義和鼓勵我們去學習很多有關

《殘疾人權利公約》的活動，所以很感恩我可

以成為青年大使的一份子，希望日後可以幫

助更多有需要的殘疾人士！

肥蔡 這個活動不經不覺就結束了，我好慶幸可以

透過這個活動識到更多朋友，希望將來有機

會再同大家一齊做義工啦！同時都增加左對

殘疾人士嘅認識，令我明白到雖然殘疾人士

生活唔一定同我們一樣，但所擁有的權利都

同普通人一樣。



穎姍 過往的其他義工活動皆是以自己所得知既知

識去完成，而此活動能夠與不同類別殘疾人

士相處，通過行為去深刻了解當中的意義和

角色代入，更加明白殘疾人士的處境及需要。

Kathy 我真的非常享受參與每次的工作坊,	認識多些

傷殘人士的困難及需要，	繼續履行青年大使

的職責	。

吖三 之前做義工主要的服務對象都只是長者，但

參與這個計劃後，能夠接觸到不同的殘障人

士，雖然他們和我們也許會有一點的不同，

但在一起相處之下，其實我們都只是一樣，

都可以融洽相處，他們看起來好像有一點缺

陷，但是他們跟我們都能活得精彩，活得	

快樂。

吖四 今年是我第一次參加傷青會的青年大使培訓

活動，真的是獲益良多，透過不同活動認識

不同傷殘人士和了解他們的生活方式及生活

上的不便。此外，在這些活動中十分愉快。

珊珊 我從這次青年大使培訓認識到政府及社區	

機構都為傷殘人士提供了不少無障礙設施和

培訓。

楠 這個青年大使有不少體驗活動，當中令我最

深刻的是，可以聽到「路向」會員既分享，讓

我從他中學會堅毅不屈的精神。

王 這個青年大使培訓，加深了解殘疾的定義、

殘疾人權利公約的內容、視障的種類、視障

人士所面對的挑戰。

樺 導盲犬服務的歷史、導盲犬的種類以及導盲

犬如何服務視障人士，實在獲益良多！而我

印象深刻的是能夠親眼看到導盲犬，因為平

常很少機會能在街上看到。

純 對於已康復的精神病患者，很多人也難以消

除對他們的偏見，仍然認為他們會作出對自

己不利的行為而遠離他們。

希敏 有關機構可以多設立各種探訪活動，使青少

年能從小建立不應歧視殘疾人士的觀念。

宋 透過參觀機構，藉此提升康復者的學習能力

及自信心，使他們建立自主及獨立的生活，

重新創建美好及有意義的人生。

傑 認識不同，突破公眾人士對殘疾人士的標

籤，締造空間予他們發展潛能及創意。

峻 認識公約在確保殘疾人士有平等的經濟、就

業等機會及會遇到困難，因為人們的想法不

可能被控制。

琳 參加了這個計劃後，我深入了解到殘疾人士

的困難與挑戰，親身體會到作為殘疾人士的

感受以及需要。

研 完成整個青年大使培訓後，我有特別深的體

會，就是我一直以為弱勢社群是需要別人幫

助的角色，但原來他們是可以成為幫助別人

的角色。

君 青年大使培訓後，我擴闊了社交圈子的同

時，亦增加了我作為公民的責任感。

菲菲 認識傷殘人士的生活，因為我們平日只能片

面地了解到他們所遇到的困難。

琪 這次的青年大使培訓真的令我學以致用，懂

得真正的不歧視，應該包容。相信這會令我

在將來的義工活動中擁有不同的心態。

璇 原來社會上對殘障人士並非樣樣公平，就如

視障人士看不見，社會上人卻並不在乎，反

而覺得他們麻煩，不體諒。所以，我們需要

平等相待。

寶 認識公約後，我認為政府應該更加努力的去

施行還有實現那些原有的公約，給殘疾人士

一個真正不歧視和平等的社會。在這次青年

大使的培訓中，我了解到不少殘疾人士的	

真實情況，也知道了有關殘疾人士的服務與

設施。

青年大使感想



協辦學校 / 機構	(按學校	/	機構筆劃順序)

心光盲人院暨學校

香港失明人互聯會

香港導盲犬服務中心

香港聾人協進會

提名「青年大使」學校 / 單位	( 按學校 /單位筆劃順序 )

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

香港佛教聯合會青少年中心

香港紅十字會雅麗珊郡主學校

香港理工大學	學生發展資源	
( 舍堂生活及學生資源處 )

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 薄扶林 )

基督書院

培僑中學

葵涌蘇浙公學

嘉諾撒聖瑪利書院

德貞女子中學

聯合國《殘疾人權利公約》定義與原則

定義： 殘疾人士包括肢體、精神、智力或感官有長期損傷的人，這些損傷與各種障礙，	
可能阻礙殘疾人士全面參與社會。

《公約》建基於以下原則：

(一)	 尊重固有尊嚴和個人自主；

(二)	 不歧視；

(三)	 參與和融入社會；

(四)	 尊重差異及接受殘疾人士是	

人類多樣性的展現；

(五)	 機會均等；

(六)	 無障礙；

(七)	 男女平等；

(八)	 尊重殘疾兒童逐漸發展的能力及

其獨特身份。	


